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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必扶智。东方把扶贫夜校
培训办到田间地头，组织市农业农村
局等多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各村实地开展技术帮扶，提供“点单
式”服务。今年已开办各类专题培训
班41期，培训近5000名群众，其中
贫困户4005人；农业科技110深入
乡村，指导科学种植和安全用药
7600 多人次。落实产业指导员制

度，建立农村科技特派员服务队伍11
支、215人，为贫困群众发展生产提供
技术指导215期。

新龙镇龙北村贫困村民符文付积
极参加脱贫攻坚电视夜校和技术培训
学习，钻研玉米、辣椒种植技术。今年
春季，他以技术管理加投入劳动的方
式，在北沟村种植80亩玉米，获得技
术分红和工资收入2.8万元。随后，他

租下20亩土地，用打工收入和政府帮
扶的分红收入，发展种植产业，纯收入
达到2.9万元。

东方排查零就业家庭，大力推动
贫困村民就业，增加工资收入。加强
就业技能培训，今年培训有需求的贫
困村民5999人次。加大扶贫车间和
基地建设，今年建立10个扶贫车间，
共培训1860人次，吸纳贫困村民196

人稳定就业。
11月29日，东方市大田镇居便

村42岁贫困村民符平说，今年4月，
他参加市就业服务中心在村里举办
的创业培训班，“学到种植技术后，今
年8月，我到北纬十八度果业的火龙
果基地打工，每月拿3500元工资，日
子越过越甜了。”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

东方今年减贫2118户共7450人

下足绣花功夫 冲刺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陈诗春 符天衡

12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位于
东方市边贸城疏港大道旁的东方互
联网电商创新创业园看到，该园区已
建成，正在装修。

待装修完工后，该创新创业园将
成为东方集电商创业、物流配送、特
色水果分拣、线上线下销售为一体的
综合产业园。

这是东方市委、市政府落实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精神，不
断拓展数字化服务领域助力脱贫
攻坚的一大举措。根据“村级服务
站点要为农民提供数字化服务，让
百姓享受互联网发展的成果”要
求，东方市抢抓机遇，狠抓落实，积
极实施电子商务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建设互联网电商创新创业园，激
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搭建电商
平台，打通贫困户农产品线上销售
渠道。

为脱贫攻坚注入电商动力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农村电
子商务进一步拓展，为东方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工作不断注入动力。比
如，东方市四更镇探索“电商扶贫+农
产品+农户”发展模式，创建电商销售
扶贫中心，致力打造“四更人家”区域
农业品牌，通过线上销售破解传统销
售“散、小”等卖难问题。

四更镇副镇长吉昌超介绍，该中
心通过互联网将优质农产品销售出去，
在价格上以及销量上形成优势，让农民
产多少就能销多少，实现多劳能多得。
引导贫困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和
养殖品牌农产品，促进贫困户就近就
业、创业，实现多渠道增收。

在四更镇电商销售扶贫中心，记
者看到，四更镇各村的村民把自家种
植的花生、辣椒等农产品带来，通过电
商平台对外销售。在这里，农产品可
以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到全国各地，而

且售价要比当地高一些。四更镇党委
副书记金雄巨说：“不仅如此，四更镇
创建电商销售扶贫中心后，还打出了

‘四更人家’品牌，进一步助力镇里贫
困户的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建设服务全市农村电商
大平台

在东方，电商服务农村的能力可
见一斑。但仅靠各电商服务中心，力
量还不够。如何把全市零散品牌农
产品、扶贫农产品集中起来？东方市
需要一个服务全市农村的电商大平
台。东方互联网电商创新创业园有
关负责人莫薪霏表示，创新创业园也
包括在内，它兼具产品营销平台和电
商创业学院两大功能，致力打造一个
知名度高、示范能力强的农村青年电
商领军品牌园区。

“总的来说，创新创业园是电商
孵化基地，连接政府与青年创业者，
建设电商平台，进一步打通本地农产

品特别是扶贫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创新创业园也致力于培养本地电商
人才，推动东方市农产品品牌创建，
通过网络销售把品牌农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莫薪霏说，为此，创新创业
园将加强软件建设，大力引进创新创
业人才。

莫薪霏说：“创新创业园还提供
菜鸟乡村配送服务，主要是把当地农
民、特别是贫困户从网络购买的生产
生活用品，送到各乡镇、村里的农村
淘宝点，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同时把在农村创新创业、本地农民、
特别是贫困户生产的扶贫农产品，通
过我们菜鸟物流车免费运到东方市
区，发送到全国各地。”

近年来，东方市借助互联网发展
平台，拓宽品牌农产品和扶贫农产品的
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特别是贫困户的
收入。目前全市已建成64个村级电商
服务站，其中贫困村电商服务站18个，
有效带动了贫困地区群众创业增收。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

东方建设服务全市农村电商大平台，助力脱贫攻坚

聚合力 添动力 强引力

板桥镇新园村：

花开朵朵
乡村喜“摘帽”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记者张文君）“今年，
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每月有4000多元的收
入，日子越过越红火。”12月5日，在东方市板桥镇
新园村的新园兰花基地，村民陈小兰正打包石斛
兰花，笑容满面。

据了解，这些石斛兰花将销往广州、昆明等
地。畅销的石斛兰花也给陈小兰带来了稳定工作
和产业扶贫分红，让她在致富路上步伐铿锵、信心
十足。

板桥镇新园村于11月12日通过整村脱贫出
列验收，东河镇西方村、天安乡益公村等2个贫困
村近期也将整村脱贫出列，届时，东方全市所有贫
困村将全部“摘帽”。

板桥镇新园村是深度贫困村，为了壮大集体
经济，助力贫困户脱贫，今年初，新园村投入360
万元扶贫资金建设兰花大棚，入股迦南兰花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提供就业、产业扶贫分红等
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

其中，新园兰花基地占地约46亩，种有三亚
阳光、水晶、中华红等20多种石斛兰花产品，共
20多万株花苗。今年9月，该基地兰花销售收入
37万元，为每名贫困村民分红600元。

此外，新园村还以扶贫资金109.79万元入股
水果岛发展火龙果种植项目，将连续3年分红，惠
及全村贫困户。“接下来，新园村还将新建占地约
6亩的观光大棚，与五指山万泉兰花基地合作，引
入蝴蝶兰，发展观光旅游，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新园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郭涛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新龙镇龙卧村：

田野添绿
催生致富果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梁昌琪 戴琼周）12月 5日，在新龙镇龙卧村的
东方瑞康农业开发公司诺丽果基地，300亩诺
丽果长势良好，待 3个月后果实成熟，就能摘
果了。

在基地中忙活的新龙镇龙北村贫困村民高亚
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家门口的诺丽果基地打
工，我学到清理枝蔓、择果等种植技术，每月有
3000元的稳定收入，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诺丽果基地场长杨义俊说，为了让村民实现
就近务工，增收脱贫，基地在村子及周边一共招了
贫困村民二三十人，也满足了基地用工需求。

近年来，新龙镇立足资源禀赋，以产业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突破口，培育壮大特色
产业基地，以龙头企业带动的方式，采取入股
分红、就近务工等产业扶贫措施，增强“造血”
能力。

其中，东方瑞康农业开发公司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带动作用，开发哈密瓜、燕窝果、榴莲蜜等
产业，引导贫困村民到基地务工，通过“志智”双
扶和就近提供务工岗位等举措，实现更有质量的
脱贫。

“1株瓜苗留3条藤，1条藤留1个瓜……”东
方瑞康农业开发公司技术员陈正告诉记者，从哈
密瓜育苗、移栽，到喷药，每个细节他们都手把手
教给贫困村民。

正在该企业哈密瓜基地劳作的新龙镇龙卧村
贫困户曾亚雄表示，在技术员的悉心指导下，两个
多月的时间，自己基本掌握了哈密瓜种植技术。

新龙镇党委副书记罗泰发说：“我们引入企业
参与扶贫，可帮助贫困户不仅获得收入分红，还能
学到技术，确保实现家门口就近务工，实现有质量
地脱贫致富。”

三家镇官田村：

抢抓“鸡”遇
脱贫更“顺溜”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文东雅）“现在每个月有几千元的稳定收入，我的
脱贫信心更足了。”12月5日，东方市三家镇官田
村贫困村民符金亮说，自从在本村企业带动下参
与养鸡后，自己的生活有了保障。

三家镇官田村养官田鸡有30多年历史，以前没
有统一销路，村民养鸡收益不高。该村村支书王远
平2018年成立东方天惠农业开发公司，申请“顺溜
鸡”商标，通过品牌包装、统一收购和统一饲养标准
等方式，促进官田鸡养殖产业发展。

“官田鸡林下散养，比起圈养，鸡大量运动，鸡
肉有嚼劲、口感更佳，售价高于普通鸡肉。”王远平
说，公司给贫困户免费教授养殖技术，提供低于市
场价的鸡苗，8个月后统一回购，解决贫困户的销
售难题。

目前，官田鸡年需求量达20万只左右，1户
养殖户1年可养殖3000只至5000只，按成活率
75%以上来算，1年养5000只鸡，将有7万元至8
万元收益。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纳入三家镇官田村、老乡
村及代鸠村54户贫困户入股“顺溜鸡”养殖，入股
资金64.23万元，已按合同约定分红7万余元，还
吸纳一些劳动能力弱、不能自行养鸡的贫困村民
到公司务工。官田村将继续采用“品牌产业+致
富带头人＋公司+贫困户”的模式，不断扩大养鸡
规模，打响“顺溜鸡”品牌，让更多贫困户通过养鸡
脱贫致富。

学技术，谋产业

东河镇贫困村民
吉金花实干脱贫

本报八所 12 月 5 日电 （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许国文）“去年全家
收入才四五千元，今年有 3 万多
元。”12月 5日，东方市东河镇冲南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吉金花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

丈夫2012年去世后，吉金花独自
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家3口的生
计仅靠她打零工维持，生活十分拮据。

为改变这一现状，其帮扶责任人
文英飞多次上门，帮助吉金花谋划产
业发展，树立脱贫信心。后来，吉金花
加入万育花卉合作社，每天起早贪黑，
在合作社里修剪花枝、浇花、打包盆
栽，每月可获得2600元的工资。

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还得靠
产业。2018年 6月，吉金花通过小
额贷款贷到3万元，养了70头肉猪，
2018年11月卖出后赚了不少钱，让
她尝到了发展产业的甜头，也彻底
脱了贫。此外，吉金花还放养了 1
万尾鱼苗，今年7月卖了一半的鱼，
收入3000元。

东方减贫2118户共74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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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各级财政共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76亿元
同比上年增长

1

2 投入1.55亿元
建设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18宗
进一步保障83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的饮水安全
惠及15.34万人

8.34%

3

4

全市16323户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实现贫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00%
全市患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和严重精神障碍等1106位贫困患者
每季度至少获得入户随访服务1次。

拨付资金4155.47万元发放教育特惠性资助
截至10月底，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学
前至中职教育阶段学生24547人次，实现全覆盖

5

6

投入1.66亿元，安排农业产业扶贫项目34个。

全面推进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作保险行动
给符合条件的601户贫困户购买橡胶保险
参保面积7319.04亩

7 建立10个扶贫车间
共培训1860人次，吸纳贫困村民196人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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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不丢人，没志气才丢
人。靠自己苦干实干，今年，我
有信心能脱贫！”近日，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东方市八所
镇小岭村贫困户汤正雄的话语
铿锵有力。

汤正雄罹患小儿麻痹症，妻
子重度残疾，父母年迈，过去全家
生活困难。2016年2月，汤正雄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人
享受低保补助。当年年底，他家
参与危房改造，一家5口人住进
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他也申
请到特设公益性岗位，在小岭村
做安保工作，每月拿1000元工
资。“住房、收入都有了保障，脱贫
底气更足。”汤正雄说。

汤正雄家的变化，折射出东
方市扶贫工作的显著成效。从
2018年全省大比武排名倒数第
一，到今年年中第一次大比武排
名小组第一，东方打了场“翻身
仗”。今年以来，东方减贫2118
户共7450人；东方市各级财政
共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2.76 亿
元，比上年增长8.34%。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说：“当
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决胜关
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进入
决战冲刺状态，咬定目标不放
松，落实责任不松劲，紧盯脱贫
攻坚工作短板，狠抓问题整改落
实，再鼓干劲，全力冲刺，确保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赵越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我家不可能脱贫。”11月29日，刚脱
贫的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52岁村民
高福贵告诉记者，自己过去靠捡废品
为生，曾因病致贫。

2017年，高福贵家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女儿每学期可获得政府
提供的2000元生活补助；镇政府还
帮他家入股民兴种养合作社，定期给
予其产业分红。

落实扶贫优惠政策，尤其要对
一些因病、因残致贫等自身没有脱
贫能力的贫困户，做好兜底保障。
东方市长张长丰说：“为此，东方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落实扶贫资金
到位，抓实抓细危房改造、安全饮水
等工作，使奔小康的路上不落下一
个贫困村民。”

据统计，东方全市今年投入1.55
亿元，建设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18

宗，进一步保障83个行政村、2个居委
会的饮水安全，惠及15.34万人。全市
贫困患者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
享受“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
服务；全市16323户签订家庭医生服
务协议，实现贫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00%；全市患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
和严重精神障碍等1106位贫困患者，
每季度至少获得入户随访服务1次。
今年拨付资金4155.47万元发放教育

特惠性资助，截至10月底，共惠及建
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
人员学前至中职教育阶段学生24547
人次，实现全覆盖。

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全是
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的重要措施之一。记者了解到，东方
今年共投入危房改造资金 4562 万
元，省下达的危改任务1330户现已
全部竣工和入住。

过去，东方市四更镇四北村村民
吉训菊为给丈夫治病，花光所有积蓄，
2016年5月，丈夫病逝，吉训菊欠债5
万元，一家4口人生活陷入困境。

“好在镇里的帮扶责任人帮我家
入股四源养殖农民合作社，获取产业
分红，还给我们发放肥料、农用抽水
机等。”吉训菊说，2016年6月，她承
包40亩地种花生、地瓜等，连续3年
纯收入超过8万元。靠着政府帮扶和
发展种植产业，自己不仅还清了欠
债，一家人还住进了2层新楼房。

近年来，东方坚持推进产业扶贫，
重点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大力
发展反季节蔬菜种植、热带水果种植、
特色养殖等产业，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今年全市投入1.66亿元，安排农
业产业扶贫项目34个，每个项目均按
10%至12%比例给贫困户分红。

东方还充分运用保险优惠政策，
给贫困户发展产业收入保底。今年4
月底，东方开始全面推进天然橡胶产业
脱贫工作保险行动，全市种植橡胶的
贫困户有880户，种植面积13498.92

亩，东方给符合条件的601户贫困户
购买橡胶保险，参保面积7319.04亩。

“今年5月，我家参加橡胶价格收
入保险，平均每公斤天然橡胶多挣2
元。”东方市华侨经济区10队贫困村
民韦亚好说，她家有660株橡胶树，

“橡胶行情不好时，是政府购买的保
险，让我们有了保底收入。”

东方有关部门打通线上线下销
售渠道，使扶贫农产品及时销售，增
加贫困户收入。今年11月30日，东
方举办第10场“爱心扶贫大集市”活

动，近百户贫困户带来“顺溜鸡”、红
心火龙果、东方绿橙等30多种特色
农产品，吸引大量市民前来选购。“通
过参加‘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我共
卖出500多只‘顺溜鸡’，挣了3.5万
元。”东方市三家镇官田村贫困村民
符建传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东方市供销社有关负责人表示，
从2018年12月至今年11月，该市共
举办10场“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
总销售额达到255万元，受益贫困户
达1万多户。

不落一人，细化兜底保障

不降标准，深化产业扶贫

不等不靠，强化技术帮扶

近日，在东方市大田
镇新宁坡村的大田新民
包装箱厂扶贫生产车间
里，工人正在进行激光雕
刻作业。

新民包装箱厂为新宁
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通
过吸纳贫困户入股及为贫
困户提供劳动岗位，助力
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鸿 摄

雕出新未来


